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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一个洪水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不仅仅在古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困扰,同时在近些年也时常发生一些特大的洪水灾害,并且每次洪水灾害给人们带来的财产损失
都非常巨大,甚至还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生命健康危险,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防洪减灾是当前想
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为了减轻洪水灾害带来的威胁,就将更多
的目光集聚到了大型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上,而建设该项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降低洪水灾害
的影响,尽管这些水利工程能够缓解小部分的洪水灾害问题。可是却仍旧不能避免洪水灾害的持续发生,
因此人们开始思考是否有另外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洪水给大家带来的威胁。洪水预报是防洪的非工程
措施,也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一项主要举措。而洪水预报本身由于所需要的资
金成本较少,但实际成效却比较好,因此在近些年深受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与此同时洪水预报也逐渐成为
人们进行防汛斗争的主要手段。总而言之,洪水预报在防汛抗洪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为解决洪水灾
害带来的危险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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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frequent flood disasters, which has been the case since ancient times. It has
not only brought great troubles to people's life in ancient times, but also some major flood disasters in recent
years. Every year, flood disasters bring huge property losses to people, and even serious risks to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It hinder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o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realizing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tate
has established large-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hreat of flood disast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flood disasters, although thes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alleviate a small part of flood disasters. However, it is still unable to avoi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flood
disaster frequency, so people began to think about whether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solve the threat posed by
flood. Flood forecast is a non-engineering measure for flood control, and it is also a major measure developed
by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nature. However, due to the low capital cost, the flood
forecast itself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so i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At
the same time, flood forecas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means for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flood. All in all,
flood foreca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lood control and flood fighting, thus providing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danger caused by floo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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